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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雄（海南）

故乡赤壁，是全国闻名的“茶乡”。漫山遍野的
茶树依山而植，一厢厢、一层层，似绿色的梯田，仿佛
绕山而卧的绿色的长龙。原产地是常年云雾缭绕，
泉水甘甜，土壤肥润，气候宜人的羊楼洞松峰山。一
首《莼川竹枝词》：“三月春风剪嫩芽，村中少妇解当
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描写了古
时湖北赤壁的采茶盛况。

赤壁茶叶，分绿茶和砖茶两种。绿茶以“叶底嫩
绿、外形翠绿、汤色碧绿”三绿为主要特征，具有“汤
色碧绿明亮，持续20分钟不变”的独特品质，外型匀
齐，色泽翠绿，香气清高，滋味浓鲜。砖茶以老青茶
为原料，经蒸汽高温压制而成，汤色澄红清亮，浓酽
馨香。

羊楼洞镇的人经常吹嘘：100多年前，湖北版图
上最为知名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汉口，另一个就是羊
楼洞。清同光年间，羊楼洞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茶
庄200多家，有5条主要街道，各种店铺几百家，茶
商云集，素有“小汉口”之称。

一位叫田世俊的羊楼洞知青曾告诉我，羊楼洞
的采茶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远在盛唐就被朝廷辟为

“园户”，宋元之时被定为“傕茶”之地。羊楼洞的名
字，起源于唐代太和年间，因朝廷派官员实地考察风
土人文，见此地气候地貌万山如羊，街市茶铺馆楼林
立，石人观音洞泉如仙，遂以“羊、楼、洞”三个字命
名，皇帝下诏羊楼洞“万民种茶，昌盛大唐。”自此，羊
楼洞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出产的松峰茶，享誉鄂湘
赣一带。宋代，羊楼洞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
古进行茶马交易。明嘉靖初，制茶业已趋发达，羊楼
洞由一个村落发展为工商重镇。

谈起羊楼洞的砖茶，田世俊如数家珍。清朝乾
隆元年，羊楼洞商人雷中万创办“羊楼洞茶庄”，后更
名为“洞庄茶号”。因观音菩萨座驾为莲花，所产砖
茶“以莲花为案，以洞庄二字为识”，故有“砖茶之源，
百年洞庄”之说。道光、咸丰年间，因羊楼洞有观音
泉、石人泉、凉阴泉，三泉如川，穿镇而过，泉水清冽
甘甜。众多的茶庄中都带有川字，既突出了水的重
要，又暗示着生意兴隆。“三玉川”压制砖茶时印的三
玉川标记，在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于是，其
他茶庄争相效仿。最后，羊楼洞的砖茶就统一“川”
字标记。古诗“羊楼古巷青石幽，洞庄百年木楼秋，
千载修得茶香绕，观音泉韵洗风流。”描写的便是羊
楼洞著名的观音泉与洞庄砖茶史。

“万嶂入羊楼，双溪绕凤丘。天开珠洞晓，月旁石
潭秋。翠入梧桐秀，香来蕙若幽。登临长一啸，月夕
紫烟浮。”这是明代诗人廖道南盛赞羊楼洞的诗句。
300年前，万里茶道沿途的国家把羊楼洞作为对中国
茶的理解。羊楼洞为湖北老青茶（青砖茶）的发源地
和茶马古道源头之一，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
鼎盛时期，羊楼洞连着四面八方的古镇山道上，收茶
叶的挑夫们喊声日夜不绝于耳，通往新店的马路驿道
上，运送茶叶的“鸡公车”队，一年四季不断。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常说“茶如人生”，当
我闻着故乡的茶香，那股浓烈的乡情、友情，永远在
心海飘荡。我愿像故乡的茶花一样，尽敛苦涩，花开
花落之间，结构一枚茶骨，在一杯静水中慢慢舒展腰
身，散发清香。

■ 李树林（海南）

路上，我内急，四处找公厕。见一位老人举着写
有“义务导厕”的牌子，站在熙来攘往的公交车站
旁。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赶过去，没等我开口，老人已
知道我的来意，乐呵呵地说：“想上厕所吧？”然后指
指近在眼前的一个胡同口说，向里走50米往右，便
能看到免费厕所。

当我一身轻松地走出胡同口，导厕老人善意地
冲我点头微笑，好像不是他帮我解了难，而是我帮了
他。老年人从事公益活动的不少见，但为别人导厕
真不多，我怀着几分尊敬，几分好奇地和老人聊起
来。

老人说他姓刘。住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个小
区里。儿子婚后住得离他家也不算远，每天上班都
要到这个车站乘坐公交车。刘大爷说他儿子从小肠
胃不好，动不动爱上厕所。上班等公交车时，忍不住
想上厕所，便常常就近跑到刘大爷家上完厕所再去
等公交。

刘大爷知道儿子有上厕所的毛病。便想，如果
儿子离他家稍远，内急了怎么办？于是以这个公交
车站为中心，刘大爷把方圆两里路之内的公共厕所
摸得一清二楚。“不瞒你说，从这里往那边一拐，有一
小片菜地，连种菜人在墙角搭的简易便池，我都知
道。”刘大爷笑道，“从车站到每一处公厕所需的步行
时间是多少，如何走，都画成了图，交给儿子，以备不
时之需。”我竖起拇指，敬佩地说：“真是父爱如山呀。”

刘大爷说：“自己儿子要上厕所，当父母的急。
那别人的儿子如果内急怎么办？能不能也方便方便
别人呢？”于是，刘大爷放弃其他爱好，做了这么一个
醒目的牌子，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公交车站义务导厕，
且已坚持了3年。久而久之，不仅导厕，更有行人向
刘大爷问路，找走失的小孩或老人，也会帮助别人暂
管行李等。只要信得过，路上行人遇到的任何事情，
刘大爷都乐意去做。甚至搀扶年老体弱者去厕所的
事也会有，刘大爷眉开眼笑地说。

我问：“想没想过哪天没有心情干了。”“要不干，
早就不干了。因为我儿子去别处工作了，早就不在
这个车站等车了。”刘大爷爽朗地说，“要说想，人最
该想想怎样多帮帮别人，这个能够快乐自己。”

■ 史飞翔（陕西）

1986年，77岁的林庚先生决意退
出他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讲坛。
在林庚先生退休之前，北大中文系特意
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

当时，系里正筹划着请一些老教授为
学生们讲课。于是钱理群出面将吴组缃、
王瑶、季镇淮、游国恩等名家请出，其中自
然也包括林庚。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
学给朱自清先生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
教了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
更换才最终定下，讲课内容也是斟酌再
三，仅教案就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

林庚的最后一课讲的是《什么是
诗》。消息一传出，整个燕园为之一振，
前来聆听者络绎不绝，名流如云，极一
时之盛。讲课那天，身高一米八的林庚
先生穿着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
服，配一双崭新的黄皮鞋，头发一丝不
乱地出现在讲台上。按照钱理群的说

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整整
一节课，林庚先生只讲了一首诗。然
而，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讲得是激情
飞扬、左右逢源，贯通古今、纵横捭阖。
这堂课下来，人们惊呆了：诗歌竟然可
以讲到这个境界！课后，钱理群送林庚
回家，刚一进门林庚便倒下，大病一场。

在林庚先生95岁生日之时，北大中
文系为他举行庆祝会。吴小如、袁行霈、
谢冕、钱理群、陈平原等五代弟子，济济
一堂，为先生祝寿。会上，林庚先生吐露
心曲：“过去一直说我写诗脱离政治。我
是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
么一回事，政治很复杂。但是我从来没
有脱离社会生活。我生存在社会中，我
了解社会生活，我也热爱社会生活。我
的诗，涉及边城，涉及当时的国家命运，
写的是我的经验，我所理解的社会生
活。人们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社会
生活也是一种政治，一种最大的艺术来
源。关心和了解社会，我才能写出诗

来。”会上，弟子们送给林庚十六个字：建
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

林庚先生一生布衣蔬食，淡泊无
争。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亦
以此要求门人弟子。国内外的一切邀
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
荣誉，他都不要。林庚先生从不涉足权
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谈
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
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92岁
那年，林庚出版了新著《空间的想象》。
然而，随着年岁日增，写了七十多年诗歌
的老诗人，已渐渐走出诗歌的畛域了。

“我到这年纪了，什么都看透了。看透
了，说透了，还怎么能写诗呢？”

林庚晚年常坐在藤椅上，少问世
事，也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
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
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
望，仿佛已经完全从他的心里消失了。

2004年，北大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

心，当时各方都力请林庚先生出任中心主
任。但林先生一口拒绝了。没有办法，有
关方面只好派人到林庚府上进行劝说，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来人说：“在中国诗歌
界，二三十年代出道的所有名家，从郭沫
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汪静之、冯至、
钟敬文、臧克家，到艾青、陈梦家、何其芳、
卞之琳，再到王辛笛、穆旦等都已作古，目
前硕果仅存的，唯有您了。论创作，论研
究，如果您不出来，就再没有别的人可以胜
任了。我们需要您，诗歌需要您。”如此一
番下来，林庚先生终于被说服了，他答应出
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除此之外，林
庚先生再没有担任任何社团的职务。毕
其一生，林庚先生最高的官衔是北大中文
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正科级。

2006年10月4日，林庚先生像往
常一样，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
儿。晚上7时左右，家人发现，这位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
了呼吸，享年97岁。

林庚的最后一课

最是难忘故乡茶

导厕老人

立 秋

■ 许起鹏（海南）

江岸一丝透沁凉，
飘零桐叶拂衣裳。
残暑渐逝歌西皓，
新雁南来八佾踉。
天子圃牲坚意志，
贴膘百姓健肌肠。
天高气爽人欢畅，
秋虎伏降消遽遑。

注：歌西皓、舞八佾、入圃射牲、贴秋
膘均为立秋习俗。

活着，就是幸福
■ 张小雷（湖南）

8月 3日云南鲁甸县地震发生后，
我第一时间便给远在鲁甸工作的朋友
田鹏打电话，希望得到朋友平安的消
息。田鹏是我大学同学兼室友，从大
一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铁打的哥
们。大学毕业后，田鹏回了老家鲁甸
工作。

可是两天过去了，电话一直联系不
上。我暗暗着急，田鹏这次肯定凶多
吉少，我只有默默祈求老天保佑田鹏
平安。

过了几天，我终于接到田鹏在医院
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被倒塌的
房屋夹在狭小的墙角动弹不得，凭着
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强信念，他坚
持了2天3夜，终于被救援官兵救出。
值得庆幸的还有，田鹏的伤不重，都是
些外伤。

劫后余生的田鹏感慨地说，幸福
是什么？原来只是想着多赚钱，有车
有房有存款才是幸福。经历了这次灾
难后，看着周围那么多熟悉和不熟悉
的鲜活生命说没就没了，才明白，人的
生命是那么脆弱和渺小，活着就是最
大的幸福。

写到这，又想起另外一个朋友的故
事。

这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商
海，通过几年打拼，现在已经是身家过
亿，穿的是名牌，开的是洋车，住的是别
墅，应有尽有。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找时
间给自己放假旅游休闲，本来旅游团给
他安排乘坐的是当天上午出发的第一台
旅游大巴，结果因为公司临时有事他没
赶上，旅行社临时把他安排在了下午出
发的第二辆车上。当他们赶往目的地
时，在途中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第一
辆旅游大巴在经过一个陡坡时，由于刹
车突然失灵，车子无法控制，冲下了山
崖，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无一幸免。看着
惨状，朋友感慨万千：假如我乘坐的是那
车，灾难肯定也一样降临在我身上，那
么，我拥有的财富还有什么用，钱财乃身
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安健康
才是幸福。

著名演员徐帆日前曾经在中央电视
台作客《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问徐帆
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感受是什
么，徐帆不假思索的回答：“经历了剧中
那惨不忍睹的大灾难，我觉得——活着
真好！”

是啊，生命诚可贵，活着，就是幸
福！平安，就是幸福！

■ 徐学平（江苏）

常言道：室有石则雅，室有石则安。
面对一块精美的石头，那绚丽的色彩、优
雅的格调、朴拙的造型、天然的纹理、深邃
的内涵、超脱的灵气、坚贞的性格，这一切
无不都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思，让人领悟
到一种宁静致远、虚怀若谷的情怀。

石之趣，在于石头本身有着自己独特
的内涵。雅石是大自然散落的美，一方石
头就构成了一种自然的山水，不同的个体
有着不同的韵味：壁立当空、挺拔峻峭者谓
之“瘦”，四面玲珑、上下相通者谓之“漏”，
轻盈飘逸、晶莹通澈者谓之“透”，石纹起
伏、凹凸不平者谓之“皱”，色泽苍老、拙劣
朴实者谓之“丑”。正如清人赵继恒在诗中
所言：叠叠高峰映碧流，烟岚水色石中收，
人能悟得其中趣，确胜寻山万里游。

求一石易，而养一石难。所谓养石，
就是指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石头经过长时
间的养护，使其光润沉稳，产生出肌肤之
美。养石首先得寻觅品质优异的石头，
没有一定的硬度和密度的石玩本身的价
值也是不可恭维的。石品如人品。于人
而言，人格之重要自是不言而喻的，人格
高尚，众口皆碑，人格卑劣，众口诛之。
石头亦然，如果石格不高，人皆弃之。

一般说来，养石之法有两种，一种是“水
养”，一种是“油养”。如灵璧石离土日久，它
就会因缺氧而失灵，继而失声失色，因此就
应时常以清水淋之以保润泽，这样，不仅有
利于保持石头的生气，还有利于保持灵璧石
那独特的青铜之音。而寿山石质地细腻，脂
润柔软，则应先用细软绸布轻轻擦抹，去除
石表灰尘，然后再用茶油反复擦拭以养其
性，让油脂沿着毛细孔慢慢渗入石头里，反
复如此，石质便会变得愈加温润莹澈。

养石，最重要的还是要以石为友。
内行的藏家往往总会不断地抚摸石头，
用手与之交流，如此一来，人气和汗液会
慢慢地积淀于石表，形成一层黝然有光
的皮层，也就是俗称的包浆。这种包浆
可以说是一种古雅的见证，包浆越凝重
赏玩价值也就越高。藏石养石，既可以
陶冶情操，也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有时
有意或无意间获得一方美石，便足以让
人沉浸其中，爱不释手。这也就难怪“石
痴”米芾但见奇石便拜作“兄弟”、偶遇珍
品便藏于袖中谓之“握游”了。

祖母（外一首）

■ 郑文秀（海南）

我所向往的女人
穿着自织的筒裙
那些与大山同爱的色调
自然的，带着香气与灵气的美
那是拓展了三千年的生命之爱啊

在山中，谁知道时光穿行的声音
竟是这样细、这样密
从一个女人辽阔的心胸
绽放的缕缕情丝

谁能看见在山坳的那一角
她点燃的火种
不仅照亮自己
也照亮了整座大山
甚至于她的族人

而我跋涉的山水
寻找的流星
有过多少灿烂？
如今，我不能逃避
也不能深藏
她那双幽幽的目光
我必须沿着她脸上的纹路
去解读她的土地，她的子民
还有她的方向
甚至她得于自豪的理由

船形屋
几千年了，你的目光已迟钝了
你的脸庞不再是贴在大地上的墙
剥落的容颜，只存一些词汇
在幻觉的生命里奔跑着

我所记忆的形态不再复制
包括夜行的灯光
许多的躯体，现在都埋葬在山坡上
有些遗落在溪涧边
也有一些走进教科书里

曾经温暖的阳光
已经远离花间的草房
早年潜伏的那些荣光
现在已交给静默的灵魂去守护
平静的地平面上
你的所有的髙度只能在水的映像中

去打捞
你的窗口，此刻如谎言的灯塔
不再耸立、也不再发光

其实，你还是你呀
我的船形屋
世事沧桑在变
你的名字却依然存在
当我今天撞见你的面孔时
你却如梦幻般编造着神秘
当我走在你的干栏房
摸抚着你柔和的腰间时
你仰望的那双目光呀
把我的心刺得好痛、好痛

原野（国画） 郑林明 画

林
庚

作品版邮箱:
hnrbwxb@163.com

■ 包光潜（安徽）

我喜欢柯罗的画，读过他的不少作
品。他的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风
景，二是女人。他的风景画没有夸张
而艳丽的色彩，往往于朴素中洋溢出
浓郁的诗的意境，无论是薄雾轻笼的
早晨，还是夕辉浓罩的傍晚，都显得柔
和曼妙，优美而静谧的氛围，宛若梦
境。它们在流逝的时光里为我们留下
了唯美的大自然，哪怕城市早已将它
们吞噬，但它们永远活在唯美中，活在
读画者的精神世界里。他的以女人为
主题的油画，多出现在50岁之后。或
许是蓬勃的生命唤醒了他的内心的憧
憬。无论是女人的肖像，还是融入风
景中的女人，均让我们懂得了世界的
由来和对未来的珍惜，因为她们的美
丽，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她们的美
丽，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建设一个美好
的世界。

在我的眼里，柯罗是一个以画画为
使命的画家，他用自然的色彩留住了生
命的年轮。在《芒特的嫩叶》上，我看到
了盎然的春天的美丽。即便春天即将
离去，万物仍然在阳光和雨露中蓬勃生
长。没有忧伤，没有彷徨。那些弯曲的
树枝多么赋有美的质感。这些在柯罗
风景画里随处可见的“弯曲”，既是生命
的一种表象，更是生命的一种追求。灰
暗的色调布满整个视野，只有明丽的新
枝与嫩芽，在灰暗的背景里熠熠闪耀，
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希望。这也许是
我读画时的一种感想，而画家却是在真
实地展示春天的美好。

在《蒙特枫丹的回忆》里，我读懂了
画家内心的忧伤和淡淡的哀愁。两棵
树，只有两棵。一棵巨大，几乎占据了
整个画面，在它浓郁而蓬勃的绿影里，
我看到了深邃的意境。另一棵则与之
遥相呼应，形成绝然相反的对比——
在大树面前，它是那么渺小而无助，树
枝已然枯萎，只留下孱弱的枝条，而旁
边已经生出许多蘑菇。农妇和她的孩
子们，没有意识到枯树的悲剧，却闻到
了蘑菇的香气。这就是生活，虽然贫
苦，却执着地挚爱。最令人感动的是
那波光云影尽收其中的湖面，它静静
地接纳自然界中的一切，自己也成为
自然的组成部分。这幅情景交融的画

作，其实是画家内心世界的一次无比
震撼的抒情。它之所以成为柯罗的代
表作，是因为它几乎襄括了画家所有
风景画的艺术追求。

柯罗对自然的感受力，似乎远远
地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他热爱自然，
在自然中打滚，洞察细微；他热衷旅
游，足迹遍及整个法国，还有荷兰、英
国、瑞士、意大利。对于自然，他可谓
见识丰富，理解透彻。甚至可以说，柯
罗一生很少临摹名家名作，在他的心
目中，美丽的自然才是他最好的老

师。没有自然，就没有绘画。画中的
光色，来自自然；画中的形体，来自自
然；画中的意义，来自自然。为了自
然，他可以终生不娶——我一生钟爱
大自然永不变心，他说。

柯罗终生未娶，并不表明他不热爱
女人。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
在女人的身上，他看到了美的本质，没
有造作，只有简洁无繁的生活姿态和美
丽属性。

60岁之后，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
现了女人。她们端庄无邪，朴素无华，
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我们看到了误

将影子当作珍珠的《戴珍珠头饰的女
郎》，她既光彩照人，又不乏古典的美
丽；我们看到了寄托着画家晚年心灵追
求的《蓝衣夫人》，优美的蓝色调，映衬
了夫人高贵的气质和婀娜的姿态，整个
画面洋溢着人性美的光芒；我们看到了
《躺在乡间的仙女》，她与美丽的乡间风
景融为一体，仙女优美的体态，呈现的
曲线的变化，与乡间的自然风景，如丘
陵中的丛林，丛林中盛开的花朵等，相
映成趣，浑然天成。

除了女人的肖像外，还有众多的风

景画中的女人。有独倚树干的遐思者，
有牵着幼女在河畔徜徉者，有与同伴坐
在池塘旁喁喁私语者，有簇拥在树垛上
抢读情书者；有独自行走在幽静中的背
影，有戴着墨镜手执鞭子的牧羊女……
特别是那个扶墙而立的眺望者，她好不
容易挣脱了庄园的缧绁，而那个她想见
的人儿，早已不见了踪影，留给她的将
是余晖绚丽的夕阳和漫长的黑夜。

面对柯罗唯美的风景画和优美的
女人，我想说，大自然恩赐了我们所需
的物质，而女人却给了我们的思想与想
像。

风景和女人

蒙特枫丹的回忆

艺海拾贝wh

养石

博文悦赏wh


